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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四辑

文 物 考 古
北海市文物机构及文物保护单位简介

北海市现辖一县(合浦县)三区(海城区、银海区、铁山港区)，是古合浦的

地域。其历史悠久，文化遗存较丰富，素有“还珠故郡，海角名区”的美誉。

1999 年，北海市有文物机构四个：北海市文物管理委员会办公室(成立于

1996 年，文物行政管理机构)、北海市文物管理所(成立于 1989 年，文物管理机

构及文物研究机构)、合浦县博物馆(成立于 1978 年，文物管理、文物展出及文

物研究机构)、北海市文物商店(成立于 1996 年，文物购销机构)。四个机构在

编人员共 20人。

1999 年，全市有文物保护单位 108 处，其中国家级 2处，省(区)级 11 处，

市级 15 处，县级 80 处。

合浦县博物馆位于合浦县中山公园内。馆藏文物登记在册的有 5，500 多件。

其中一级文物 2l件，二级文物 156 件。馆藏一级文物的数量，仅次于广西壮族

自治区博物馆，位居广西第二。馆藏汉墓出土的珍贵文物有：錾刻纹于栏式铜

仓、铜凤灯、铜提梁壶、三足铜盘、鸭首铜魁、琉璃杯、子母玉带钩、龙首金

带钩、刻有“宜子孙日益昌”文字的玉壁、蟠螭纹玉佩等。馆藏传世的珍贵文

物有：部颁标准铁斗、龙钮铜钟。还有清代书法家刘墉、梁同书、林则徐以及

“海派”重要画家朱偁、张熊，“岭南画派”名家高奇峰、宋石年、苏六朋等人

的书画作品，这些书画作品均具有一定的历史、艺术和科学研究价值。

馆藏汉墓出土的铜凤灯、铜仓、琉璃杯、玉璧等多件珍贵文物，曾多次分

别选入国家举办的文物展览。如《五千年中华文明珍宝展》、《中国文物精华展》、

《中国古代金、银、玻璃展》、《全国考古新发现精品展》等。于 1972 年、1992

年和 1995 年，合浦县博物馆都有珍贵文物入选国家举办的文物展览到日本、罗

马尼亚、南斯拉夫、墨西哥、荷兰、挪威、加拿大等 10个国家和地区展出，在

国内外享有较高的声誉。



下面，对文物保护单位作简要介绍。

一、国家级文物保护单位 2 处：

大士阁 因供奉观音大士而得名。位于合浦县山口镇永安古城内。为两层

木结构建筑。据《中国名胜词典》载，大士阁建于明万历四年(1576 年)。也有

说建于明朝前期。大士阁由前后两亭组成，重檐歇山顶。后亭高 7.43 米，前亭

高 6.38 米。总建筑面积为 248.5 平方米。全阁用格木建成，柱头 36 根，横牵

72 根。梁柱均为榫卯连接，无一钉一铁。所有屋脊和飞檐等处，均雕塑或绘有

形神逼真的神话人物、麟龙鹤凤、飞禽走兽和奇花异草，颇为壮观艳丽，建筑

艺术精巧。

合浦古墓群 主要集中在合浦县城东南近郊。东西宽约 5 公里，南北长约

18公里，总面积约 60多平方公里。有汉至清各代的墓葬，而以汉墓为主。汉墓

结构以砖室居多，土坑较少。经勘探树标的汉墓有一千多座。现存地面汉墓封

土堆最大的底径达 70米、高 7米，一般的底径为 20至 50 米，高 3 至 5米。自

1972 年以来，因开发建设而发掘清理的汉墓有数百座，出土的青铜器、陶器、

玉石器、金银器等文物愈万件。其中出土的玛瑙、水晶、琥珀等饰物，是波斯、

印度等国通过海上丝绸之路贸易而输入的。这些出土文物，为研究古代政治、

经济、文化艺术和对外贸易，提供了重要的实物史料。

二、省(区)级文物保护单位 11处：

海角亭 位于合浦县廉州中学校园内。北宋景德年间，为纪念汉朝施政廉

明的合浦太守孟尝而修建。亭因处于偏隅的南海之角而叫海角亭。该亭长 31米，

宽 26 米，总面积 800 平方米。亭分两进，第一进为海角亭门楼，门楼正中是大

圆拱门，拱门上方镶有“海天胜境”四字，两旁耳门分别镌有“澄月”、“漱风”

雅名。第二进为亭的主体，呈正方形，是重檐歇山顶砖木结构亭阁式建筑，朱

红墙壁，琉璃碧瓦，屋脊雕塑的双龙戏珠，惟妙惟肖。下檐角的四狮雄踞，形

态逼真。该亭前后敞开，左右有两大门窗相对，造型古朴雅致。亭后有一石碑

刻有“古海角亭”四字。亭前石柱刻有一联：“海角虽偏山辉川媚；亭名可久汉

孟宋苏”。亭内正中上方悬挂着“万里瞻天”横匾。亭内四周，碑刻满目。

白龙珍珠城 位于铁山港区营盘白龙村，紧临盛产珍珠的白龙海湾。该城

建于明洪武七年(1374 年)。城呈长方形，南北长 320.5 米，东西宽 233 米，周



长 1，107 米，城高 6米，城基宽 7.6 米。城墙内外砌青砖，中问一层黄土一层

珠贝。城分东、南、西三个城门。城门可瞭望全城和海面。城内设有采珠公馆、

珠场巡检署、盐场大使衙门和宁海寺等建筑。珍珠城的修建，既可防倭寇和海

盗的侵扰，又可确保采珠太监的安全。明朝历代采珠官均驻扎于此。抗日战争

期间，珍珠城大部分被拆毁。1990 年合浦县政府出资修建南城墙和城门楼，还

修了一座白龙城碑亭。

惠爱桥 位于廉州惠爱路的西门江上。此桥始建于明代成化或正德年问。

宣统元年(1909 年)重建。桥身全用印尼产的坤甸木建造。桥的跨度为 26米，桥

面宽 2.75 米，桥面至桥顶高 5.65 米。江中没有桥墩。桥面上部架有由四根 40

至 50 厘米的方木所组成的两个金字形的三铰拱，通过木竖杆将桥面梁悬吊在金

字架下面。桥面下部没有拉杆，拱脚支承在两岸的桥墩上。桥的各部除上下节

点及拱脚节点设钢夹板外，其余部分均无铁件。这种结构和造型的桥梁风格独

特，浑厚古朴，较为罕见，有一定的研究价值。

下窑村窑址 位于银海区福成镇下窑村，宋代陶瓷窑址。现有 12座古残窑

沿福成江边分布成片。窑与窑之间相距 20至 30 米。从水沟冲出的窑址层面看，

废品堆积积层较厚，带黄绿釉的瓷片较为丰富，有缸、罐、碗、壶、盆、磨钵

等多种。这对研究南方陶瓷生产以及对外贸易都有较大的价值。

英国领事馆旧址 1877 年，英国已在北海设立领事机构，至 1922 年撤出，

历时 46 年。英国领事馆旧址，位于北海市邻近市一中的北京路旁。建于 1885

年，长 27.2 米，宽 12 米，是一座二层、长方形、四面坡瓦顶的西洋建筑。有

回廊、地垅和壁炉。窗户上端为拱券式，地垅高 0.9 米，一、二层高度分别为

4.45 米和 4 米。各层有前后廊。廊柱和拱券均有雕饰线。英国领事馆撤出后，

于 1942 年将馆署洋房卖给法国天主教北海教区圣德修道院。约于 1936 年，圣

德修道院在英国领事馆旧址东侧扩建一座礼拜堂，长 20 米、宽 12 米。其建筑

风格与英国领事馆相似，并连为一体。英国领事馆旧址馆舍四周樟木围绕，是

一座较有特色的西洋建筑，是中英《烟台条约》在北海的历史见证。1999 年 10

月初，因开通北京路而将该旧址由北京路的西南端平移 55.8 米至西北端。

法国领事馆旧址 法国于 1887 年在北海设立领事馆，至 1950 年撤出，历

时 64 年。该馆办公楼建于 1890 年，位于北海迎宾馆内。主体建筑原为一层，



长 34.7 米，宽 20.7 米，平面呈凹字形，建筑面积 718 平方米。四面坡屋顶，

地垅高 1.85 米，有前后廊。廊的拦河饰有蓝色瓷瓶。室内装饰豪华。1973 年使

用单位将其加建一层，改建后变为平顶。该旧址是法国在北海建立外交据点的

物证。许多外宾及中央首长曾在该旧址下榻过。

德国领事馆旧址 位于南珠宾馆大院内。德国于1886年在北海设立领事馆，

至 1908 年撤出，历时 23年。德国领事馆办公楼建成于 1905 年。是一栋二层的

西洋建筑，长 23.1 米，宽 18.5 米，建筑面积 855 平方米。回廊宽 2.5 米，四

面坡瓦顶，地垅高 2米。是德国在北海设立外事机构的物证。

北海关大楼旧址 位于海边街现海关大院内。北海关成立于 1877 年，是我

国西南地区最早由洋人控制的海关，时间长达 72年之久。北海关大楼建于 1883

年，是一座正方形三层的西洋建筑，长宽均 18米。四面坡瓦顶，各层都有宽达

2.8 米的回廊。廊柱和拱券都有雕饰线，室内有壁炉和壁台。它是旧中国海关主

权外丧的典型物证。

德国森宝洋行楼旧址 位于北海市文化局大院内。森宝洋行，是德国籍商

人森宝(犹太人)的商务机构，成立于 1886 年。该楼建于 1891 年，主楼长 18.3

米、宽 13.1 米，二层，建筑面积 479 平方米，四面坡瓦顶，地垅高 2 米。其西

侧有一层附楼，地垅高 0.5 米，长 20.4 米，宽 15.8 米，建筑面积 322 平方米。

该旧址是外商在北海经营商贸、开办贸易机构的历史见证。

涠洲天主堂 位于涠洲岛盛塘村。约建于 1876 年，是雷、廉地区建造最早

的天主教堂。该教堂长 58.92 米，宽 16.2 米，高 15 米，前门钟楼高 21米。钟

楼顶面多有尖顶，具有向上冲击的动势和神秘天国的风采。它是欧洲哥特式教

堂建筑，是近代法国天主教传人北海地区的历史见证。

地角炮台旧址位 于北海市区西海岸。三个炮台分别位于地角岭主峰及左

右两翼。建于光绪十一年(1885 年)。主峰炮台中心直径 9.6 米。其余两炮台平

面呈半圆形，直径 38米。该炮台是北海市的海防设施之一，在抵御法国和日本

的侵略中，曾发挥过应有的作用。1941 年被日本兵炸毁。

三、市、县级文物保护单位 95 处：

新石器时代古遗址 4 处：

牛屎环塘沙丘遗址 位于铁山港区营盘镇红沙田村西约百余米的沙丘上。



1957 年普查发现，出土有夹沙陶片、陶网坠等新石器时代遗物。是五六千年前

原始公社的人类居住地。

大坡岭山岗遗址 位于合浦县沙田镇对达村的大坡岭。1959 年调查发现，

出土有新石器时代的石器、夹沙陶器和陶制鱼网坠等物。是四五千年前人们生

活的地方。

二埠水山岗遗址 位于合浦县石康水库二埠水，即石康圩镇东南约 1，500

米处。是 1959 年调查发现的。

清水江山岗遗址 位于合浦县清水江水库的西岸和南岸的山岗上。离合浦

县城约 3公里。调查发现有砺石、石锛、石铲、青铜碎片等新石器时代的器物。

古窑址有 8处：

上窑村窑址 位于银海区福成镇上窑村的东南方。只发现一个窑址。考古

队已挖掘过。属明代或宋代窑址。

东窑窑址 位于铁山港区营盘镇东窑村，属于宋代或明代的窑址。

西窑窑址 位于铁山港区营盘镇西窑村，属于宋代或明代的窑址。

缸瓦窑窑址 属明代窑址，位于合浦县石康镇豹狸缸瓦窑村。

大窑窑址 明代。位于合浦县沙田镇上新村的北面。

英罗窑窑址 唐代群窑窑址。位于合浦县山口镇英罗下低坡村。在水库大

坝旁发现不少唐代窑群。

红坎岭窑址 明代窑址。位于银海区福成镇社坛山村北约 2 公里处，只发

现一个窑址。

苹鞋村窑群遗址 汉代遗址。位于合浦县环城镇廉南草鞋村。汉砖汉瓦碎

片较多。其他年代窑址也有。

古城址有 5处：

石康古城遗址 位于合浦县石康镇顺塔刘屋村的北面。曾是宋明两代的石

康县城。有说是石康唐城遗址，是唐至五代常乐州府所在地。

永安古城遗址 明代遗址。位于合浦县山口镇永安村。

大浪古城遗址 位于合浦县石湾镇大浪村。此城用泥筑成，并无城砖遗迹，

何时建成不详，可能是宋明遗址。

红泥城遗址 清代边防设施。位于合浦县环城镇乾江西北大井村，用泥筑



成，经风雨冲蚀，遗址依稀尚存。

白泥城遗址 清代边防设施，用泥筑成。位于合浦县环城镇乾江村东南的

盐坡尾村。经岁月风霜遗迹依稀尚存。

古炮台和烽火台遗址有 5处：

冠头岭炮台遗址 位于北海市冠头岭西岸的山腰上。清康熙 57年(1718 年)

建，是北海较早的海防设施。

八字山炮台遗址 海防设施。位于合浦县环城镇乾江八字山。清康熙 16年

(1677 年)建。

东炮台遗址 海防设施。位于合浦县西场镇官井村，隔着大风江，与西炮

台遥遥相对。清康熙 56年(1717 年)建。

禁山烽火台遗址 清代边防设施。位于合浦县环城镇禁山关冲。

铁山烽火台遗址 清代边防设施。位于合浦县公馆镇铁山高竹头村。

寺庙庵阁有 23处：

东山寺 为三廉古刹。相传为南越王赵佗的行宫。初名昭光寺，后名灵觉

寺、东山寺。宋、明、清各代多次重修。该寺庙位于合浦县城东北方的合湛公

路旁。东山寺几经兴废，古寺风貌依稀尚存。

万善寺 清代庙宇。位于合浦县石康圩镇东北角。

杨梅寺遗址 明代庙宇遗址。位于铁山港区营盘镇白龙珍珠城的东南方，

约 1.2 公里垭底村旁的杨梅岭上，寺庙早毁。

文昌阁 明代庙宇建筑。又名文昌庙、文昌宫、明伦堂。位于廉州镇青云

南路原中共合浦县委大院内。该庙祀奉文昌帝君塑像。

魁星楼 是座方形尖顶三层亭阁式清代建筑。原名奎文阁。阁内奉祀奎文

星君，以求文明昌盛。位于廉州中学校园内。

普度震宫 曾是北海诸庙之冠。清末民初建筑。位于北海市茶亭路 8号。

武圣宫 创建年代无考，清嘉庆六年(1801 年)重修。又名关帝庙、武庙，

位于廉州镇奎文路与大东门街相交处的少儿图书馆内。

乾江天后宫 清代庙宇。位于合浦县环城镇乾江村。天后即海神三婆婆。

公馆武圣宫 又名武庙。明代庙宇建筑。位于合浦县公馆圩镇。

福成两圣宫 始建年代无考。重建于清同治 13年(1874 年)，历代多次修缮。



位于银海区福城圩镇。其前身是“四帝宫”，后改为两帝宫、两圣宫。

孔庙 也称学宫或文庙。位于廉州镇青云路。始建年代无考，明嘉靖 17 年

(1538 年)改建。古庙风貌尚依稀可见。

南康三婆庙 清代庙宇。位于铁山港区南康圩镇。

乌家四帝庙 清代庙宇。位于合浦县乌家圩镇。

天妃庙 明万历年间兴建。位于合浦县廉州中学校园内，海角亭之后面。

天妃即海神三婆婆。

山口林氏家庙 清代建筑。位于合浦县山口圩镇。

山口关帝庙 清代建筑。位于合浦县山口圩镇。

永安城隍庙 清代建筑。位于合浦县山口镇永安村。

保子庵 位于廉州镇头甲社。原名慈云庵，建于南宋末年，清乾隆 41 年

(1776 年)重修，改为保子庵。该庵堂由尼姑执掌。

永安北堂 清代庙宇建筑。位于合浦县山口镇永安村。

永安南堂 明代庙宇建筑。位于合浦县山口镇永安村。

孝子祠遗址 明代。位于合浦县山口镇中堂西屯村。

罗公祠 建于明成化 22年(1486 年)的石康县城。清乾隆 18年(1753 年)改

建于石康圩镇东北角。又名新庙。罗公即明朝成化年间石康知县罗绅。罗公祠

曾有种种神话传说。

璋加陈氏宗祠 清代建筑。是爱国将领陈铭枢的宗族祠堂。位于合浦县曲

樟乡璋加歧山村。

墓葬有 4处：

孙东古墓群 有汉至南北朝的墓葬，尤以汉墓为多。位于银海区三合口农

场坡心分场一带，毗邻孙东村。

沈福墓 明代墓。位于合浦县山口镇新圩村。沈福是明代进士、石康人。

罗侃廷墓 罗侃廷曾是辛亥革命合浦义军司令、革命烈士，合浦县总江口

人。其墓位于合浦县环城镇平田北插江。

千人坟 位于合浦县山口镇英罗下低坡村。1920 年，山口沈仙舫宅遭群匪

焚劫，被杀村民 2，000 余人，他们的骸骨共埋于一穴。

古代水利设施有 2处：



杨家陂 明代水利设施。位于合浦县石康镇大龙杨家陂村。

石城陂 清代水利设施。位于常乐镇石城高沙垌村。

古塔古亭有 4 处：

文昌塔 建于明万历 41年(1613 年)。位于廉州镇南约 2 公里的的南北二级

公路旁，塔高 7层约 34 米。

石康塔 建于明天启五年(1625 年)，塔高约 24 米，结构形式与文昌塔一样。

位于合浦县石康镇顺塔村。

东坡亭 位于合浦师范校园内。始建年代失考。清代乾隆 41 年(1776 年)

重建。历经多次兴废及修缮。

扁舟亭 清代建筑。位于合浦师范校园内，东与东坡亭相邻。

古井有 7处：

东坡井 位于合浦师范校园内，即今东坡亭东 30米处。此井为宋代元符三

年(1100 年)苏东坡到廉州后雇工开凿的。

英罗井 明代。位于合浦县山口镇英罗田头村。

廉泉古井 位于合浦县体育场内。原名甘泉井，汉代遗迹。乾隆年间，为

纪念汉朝孟尝太守施政廉明，将甘泉井改名为廉泉。

双月池古井 清代。位于合浦县五金公司仓库内。因平身正立可看见井里

有双月影，故名双月井。

让水古井 清代。位于合浦县廉州镇大北街中部，过去人们酿酒、镀镜多

用此水。

银锭井 清代。位于合浦县石康镇马栏圩前。

乾江方井 清代。位于合浦县乾江村东。

近现代主要史迹有 23处：

普仁医院旧址 1886 年英国基督教教会兴建。现仅存医生楼和八角楼。位

于市人民医院大阮内。晋仁医院曾名传福音医院或英国医院。医生楼为两层的

西洋建筑，长 26米、宽 12.9 米，建筑面积 671 平方米，廊宽 3米，地垅高 0.8

米。八角楼为八边形三层楼建筑，高 13.2 米，边长 2.75 米，对称边距 6.7 米，

地垅高 2米。

主教府楼旧址 建于 1934 年至 1935 年间，由法国天主教北海教会兴建。



是法国天主教北海主教府的办公楼。位于北海市解放广场东南角。主教府楼长

42米，宽 17.85 米，原两层，建筑面积 1，499 平方米，地垅高 0.6 米，四面坡

屋顶，廊宽 2.1 米。后来，使用单位在楼上加建一层。北海天主教府统辖高雷

廉琼等 12县市的天主教。设主教、副主教各 1 人，神父 21人，修女 49 人，分

散在各地堂口，费用由罗马梵蒂冈供给。

双孖楼旧址 建于 1886 年至 1887 年。据说是英国领事馆兴建，后交给中

华圣公会使用。双孖楼曾名传福音公馆。位于北海市第一中学校园内。两座楼

造型相同，似孪生兄弟，故名双孖楼。每楼均一层，地垅高 1.1 米，长 29.2 米、

宽 13.5 米，两楼相隔 32米。总建筑面积 788 平方米。

北海天主堂旧址 建于 1918 年，由法国天主教教会兴建。位于市人民电影

院北边约 50 米处。原建筑面积约 300 平方米，有 12 米高的钟楼，已毁。教堂

南面还有一座神父楼。

贞德女校旧址 约建于 1905 年，英国基督教教会兴建。位于市人民医院大

院内。主体建筑长 16.3 米，宽 8.7 米，两层，前廊宽 1.9 米，两面坡屋顶。

会吏长楼旧址 约建于 1905 年。英国基督教教会兴建。位于市人民医院大

院内。是港粤教区廉北牧区会吏长的办公楼。长 19.9 米，宽 10.5 米，二层，

前廊宽 2.2 米。

天王教女修院旧址 建于 1925 年。由法国天主教北海教区兴建。位于市机

关幼儿园大院内。修女院是培养修女的场所，现尚存两座房子，一座为长方形

的两层楼房，长 31.5 米，宽 6米。另一座为小礼拜堂式的建筑。

德国信义会旧址 建于 1902 年。由德国基督教信义会兴建。位于市公安局

大院内。一层，长 30 米，宽 16.9 米，建筑面积 507 平方米，廊宽 3 米，四面

坡屋顶，地垅高 1 米。是德国长老会在北海传教的物证。

涠洲圣母堂 约建于 1883 年。由法国天主教教会兴建。位于涠洲岛城仔村。

圣母即玛丽亚，耶稣的母亲。教堂长 27.6 米，宽 8.9 米，钟楼高三层 14 米。

钟楼正面雕“圣母堂”三字。与教堂相连的还有一座两层、建筑面积 485 平方

米的神父楼，西面还有一座修女院。

圣巴拿巴堂 约建于 1912 年，由基督教中华圣公会兴建。该教堂位于廉州

镇县武装部大院内。是仿照北海圣路加堂的教堂样式建造的。



粤南信义会建德园 约建于 1919 年。由德国基督教粤南信义会兴建。该大

楼位于廉州镇还珠宾馆内。

槐园 又名花楼，建筑风格独特。民国建筑。位于合浦县廉州镇瑶上街，

旧县委大院内。

林翼中故居 民国建筑。位于合浦县白沙镇油行岭。林翼中曾任广东省参

议长，是合浦县白沙镇人。

西场广州会馆 清代建筑。位于合浦县西场圩镇。广府人士捐资所建。

社边坡石城 清代客家民居。位于合浦县闸口镇佛子社边坡村。

海门书院 始建于明嘉靖年间，清乾隆重建。原名海天书院，后改为还珠

书院、海门书院。位于合浦县廉州中学校园内。

广州会馆大门 清代遗物。位于合浦县廉州镇的县工艺厂内。

合浦图书馆旧址 建于 1927 年。是爱国将领陈铭枢捐资兴建的。位于北海

中学校园内。

大清北海邮政分局旧址 是北海海关税务司约于 1878 年兴建的。位于北海

市中山东路 204 号。是广西尚存历史最长、建造最早、保存较为完整的邮政局

址。

党江大更楼 民国建筑。位于合浦县党江镇更楼乌玉江村。属地主庄园。

华身靛厂作坊遗址 位于合浦县石康镇顺塔覃屋村。是清代染料民族工业

遗址。

真如院 民国建筑。位于合浦县公馆中学校园内。真如是爱国将领陈铭枢

的别号，1930 年，陈铭枢曾捐资创办合浦县立第五中学(公馆中学)。真如院(楼)

是公馆中学图书馆的馆名。

陈铭枢故居 清代建筑。位于合浦县曲樟乡璋加歧山背村。

大路山惨案遗址 位于合浦县闸口镇茅山大路山村。是民国期间匪祸劫杀

惨案遗址。

革命文物有 7 处：

北海革命烈士纪念碑 现代建筑。始建于 1958 年，初名革命烈士陵园，位

于北海市工艺美术厂内。1981 年迁至石子岭(今长青公园内)，1989 年改建，设

计者为我国著名的雕塑艺术家潘鹤。1990 年 11 月 21 日，江泽民总书记到北海



视察，为即将建成的烈士纪念碑书写“革命烈士永垂不朽”的题词。

中共合浦县特别支部建立旧址 位于合浦县廉州镇阜民南路52号，原名“有

生”号。1938 年 4 月，中共合浦县特别支部在此成立。

中共合浦县特别支部旧址 位于合浦县廉州镇石桥街 14号。1939 年 2 月，

在此开会成立中共合浦中心县委。

中共合浦县中心县委旧址 位于合浦县廉州镇儒家巷蔡屋。1939 年 2 月成

立中共合浦中心县委后，县委机关设在此。

中共合浦县领导机关旧址 位于合浦县廉州镇阜民北路 12号，原名“永信

烟庄”。1943 年至 1944 年，这里也是中共钦廉四属(钦、廉、灵、防)党组织联

络机关旧址。

中共合浦县中心县委领导机关旧址 位于合浦县白沙镇宏德村的宏德寺。

1940 年 5 月，中共合浦中心县委在此重建，1940 年至 1943 年，县委领导机关

设于此。

莲池寺战场旧址 位于合浦县白沙镇龙颈村。1947 年国共两军曾在该处交

战。

其他文物还有 2处：

石狮子(2 只) 清代遗物。位于合浦县体育场门前。

华库林树 又名假芒果，是棵中国乃至世界的珍稀树种，在我国尚无记录。

该树高 10多米，位于铁山港区南康镇大塘下担村边的丘陵坡地上。


